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535514.2

(22)申请日 2020.06.12

(71)申请人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地址 10019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1

号

(72)发明人 陈运法　赵峰　韩宁　李双德　

王安琪　岳仁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332

代理人 巩克栋

(51)Int.Cl.

B01J 23/50(2006.01)

B01J 23/72(2006.01)

B01J 23/75(2006.01)

B01J 23/755(2006.01)

B01J 23/86(2006.01)

B01J 23/889(2006.01)

B01J 37/02(2006.01)

B01J 37/34(2006.01)

B01D 53/86(2006.01)

B01D 53/6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

后通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

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通过对制备

工艺的设计，使得制备过程中金属基体里金属元

素的向外溶出会形成氧化物中间层，氧化物中间

层提升了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中催化涂层

和金属基体的结合力同时增强了催化剂的活性，

提高催化剂对臭氧的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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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

雾化后通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驱液中溶剂为液相标准燃烧焓≤

4600kJ/mol的有机溶液。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驱液的溶质包括含催化剂活

性元素的无机盐和/或有机盐；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活性元素包括铜、镍、锰、铁、钴或银的1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

优选地，所述有机盐包括羧酸盐和/或乙酰丙酮盐；

优选地，所述无机盐包括硝酸盐和/或碳酸盐；

优选地，所述前驱液中溶质的浓度≤2mol/L。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

喷嘴的距离为5-30cm；

优选地，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为1-15mL/min。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

气；

优选地，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5-15L/min。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火焰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

提供；

优选地，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000-2600℃；

优选地，所述可燃气体的燃烧低热值＜80MJ/Nm3；

优选地，所述可燃气体的流量为0.5-5L/min；

优选地，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

优选地，所述氧气的流量为1-10L/min。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积的时间为1-60min。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基体包括多孔的铜

基、镍基、银基或铁基金属中的1种。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

经雾化后通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其中，所述前驱液中溶剂为液相标准燃烧焓≤4600kJ/mol的有机溶液；所述前驱液的

溶质包括催化剂活性元素的无机盐和/或有机盐；所述催化剂活性元素包括铜、镍、锰、铁、

钴或银的1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所述有机盐包括羧酸盐和/或乙酰丙酮盐；所述无机盐包括

硝酸盐和/或碳酸盐；所述前驱液中溶质的浓度≤2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

嘴的距离为5-30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为1-15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

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5-15L/min；所述火焰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

焰场的温度为1000-2600℃；所述可燃气体的燃烧低热值＜80MJ/Nm3；所述可燃气体的流量

为0.5-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1-10L/min；所述沉积的时

间为1-60min；所述金属基体包括多孔的铜基、镍基、银基或铁基金属中的1种。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失重率为0.38-1.07％，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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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臭氧催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臭氧是一种常见的室内气态污染物。室内臭氧的污染除了室外臭氧的侵入，还来

源于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和臭氧消毒机等一些现代设备的排放。室内臭氧的污染给人类带

来了诸多健康问题，包括肺功能下降，增加如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频率。由于其毒性，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United  States)将人类在8小时内对臭氧的最大允许暴

露量设定为0.10ppm。《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要求室内臭氧浓度不得超过

0.16mg/m3(0.07ppm)。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消除室内臭氧的有效方法，以保护人类健康免受

环境中日益增加的臭氧暴露的影响。

[0003] 在诸多控制臭氧污染的技术中，催化氧化由于其温和的使用条件，高效的净化效

率以及低廉的成本从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u2O(Gong ,Li  et  al .2017)，Ag2O(Imamura ,

Ikebata  et  al.1991)和NiO(Stoyanova,Konova  et  al.2006)等P型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对

臭氧有良好的催化降解能力。但是，这些粉体催化剂在实际应用时，通常需要进一步制成颗

粒或者涂敷在多孔载体上，使得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步骤繁琐。此与同时，从工程角度来

看，金属整体式催化剂由于其尺寸小、压降低、传质传热高效，因此较粉末催化剂和颗粒催

化剂在应用中更具优势。但是，由于金属基体表面光滑、比表面积小，且催化剂陶瓷涂层与

基体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因此存在涂层在金属基体上牢固度不高等问题。

[0004] 如CN107983348A公开了一种臭氧分解P型金属氧化物Cu2O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

法，此方法需要多个步骤。首先使用抗坏血酸、甲醛等还原剂在碱性环境中还原铜得到沉

淀，沉淀再然后经过离心、多次洗涤得到浆料，最后再将基体浸渍于浆料烘干得到催化剂。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通过本发明所得的催化剂，制备过程中金属基体里金属元素的向外溶出会形

成氧化物中间层，提升催化涂层和金属基体的结合力同时增强了催化剂的活性，提高催化

剂对臭氧的分解能力。

[0006]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

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

体式催化剂。

[0008] 通过对制备工艺的设计，使得制备过程中金属基体里金属元素的向外溶出会形成

氧化物中间层，氧化物中间层提升了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中催化涂层和金属基体的结

合力同时增强了催化剂的活性，提高催化剂对臭氧的分解能力。

[0009] 本发明中的中间层不同于传统的涂层和金属基体物理型的结合方式，而是属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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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应型的结合，因此催化涂层和金属基体的结合力强。其次基体金属的溶出形成的金属

氧化物可以和沉积的催化涂层的氧化物相互之间形成协同效应，增强对臭氧的分解能力。

[001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前驱液中溶剂为液相标准燃烧焓≤4600kJ/mol

的有机溶液，例如可以是4600kJ/mol、4400kJ/mol、4200kJ/mol、4000kJ/mol、3800kJ/mol、

3600kJ/mol、3400kJ/mol、3200kJ/mol、3000kJ/mol、2000kJ/mol或1000kJ/mol等，但不限于

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11] 所述前驱液的溶剂可选的可以是乙酸、丙酸、丁酸、甲醇、乙醇、乙二醇、1-丙醇、异

丙醇、丙酮或甲苯等中的1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

[0012] 所述组合可以是乙酸和乙醇的组合，丙酮和甲苯的组合，甲醇和乙醇的组合，乙二

醇和丙酮的组合，甲醇和丁酸的组合，1-丙醇或异丙醇的组合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组合，

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组合同样适用。本发明中，所述组合后的溶剂也需满足液相标准燃

烧焓≤4600kJ/mol。

[001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前驱液的溶质包括催化剂活性元素的无机盐

和/或有机盐。

[0014]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活性元素包括铜、镍、锰、铁、钴或银的1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

[0015] 所述组合可以是铜和镍的组合，锰和铁的组合，钴和银的组合等，但不限于所列举

的组合，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组合同样适用。

[0016] 优选地，所述有机盐包括羧酸盐和/或乙酰丙酮盐。

[0017] 所述组合可以是羧酸盐和乙酰丙酮盐的组合，乙酰丙酮盐和烷氧酸的组合等，但

不限于所列举的组合，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组合同样适用。

[0018] 优选地，所述无机盐包括硝酸盐和/或碳酸盐。

[0019] 优选地，所述前驱液中溶质的浓度≤2mol/L，例如可以是2mol/L、1 .9mol/L、

1.8mol/L、1.7mol/L、1.6mol/L、1.5mol/L、1.4mol/L、1.3mol/L、1.2mol/L、1.1mol/L、1mol/

L或0.5mol/L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5-

30cm，例如可以是5cm、10cm、15cm、20cm、25cm或30cm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

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1] 优选地，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为1-15mL/min，例如可以是1mL/min、2mL/

min、3mL/min、4mL/min、5mL/min、6mL/min、7mL/min、8mL/min、9mL/min、10mL/min、11mL/

min、12mL/min、13mL/min、14mL/min或15mL/min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

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

[0023] 优选地，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5-15L/min，例如可以是1.5L/min、2L/min、

3L/min、4L/min、5L/min、6L/min、7L/min、8L/min、9L/min、10L/min、11L/min、12L/min、13L/

min、14L/min或15L/min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4]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火焰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

[0025] 优选地，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000-2600℃，例如可以是1000℃、1100℃、1200℃、

1300℃、1400℃、1500℃、1600℃、1700℃、1800℃、1900℃、2000℃、2100℃、2200℃、2300℃、

2400℃、2500℃或2600℃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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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26] 优选地，所述可燃气体的燃烧低热值＜80MJ/Nm3，例如可以是79MJ/Nm3、75MJ/Nm3、

70MJ/Nm3、65MJ/Nm3、60MJ/Nm3、55MJ/Nm3、50MJ/Nm3、45MJ/Nm3、40MJ/Nm3或30MJ/Nm3等，但不

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7] 优选地，所述可燃气体的流量为0.5-5L/min，例如可以是0.5L/min、1L/min、1.5L/

min、2L/min、2.5L/min、3L/min、3.5L/min、4L/min、4.5L/min或5L/min等，但不限于所列举

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28] 本发明中，所述可燃气体可以是甲烷、乙炔、乙烯、硫化氢、一氧化碳或氢气中的1

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

[0029] 所述组合可以是甲烷和乙炔的组合，氢气和乙炔的组合，乙烯和一氧化碳的组合

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组合，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组合同样适用。本发明中，所述组合后

的可燃气体的燃烧低热值也需＜80MJ/Nm3。

[0030] 优选地，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

[0031] 优选地，所述氧气的流量为1-10L/min，例如可以是1L/min、2L/min、3L/min、4L/

min、5L/min、6L/min、7L/min、8L/min、9L/min或10L/min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

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3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沉积的时间为1-60min，例如可以是1min、2min、

3min、4min、5min、10min、15min、20min、25min、30min、35min、40min、45min、50min、55min或

60min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33]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金属基体包括多孔的铜基、镍基、银基或铁基金

属中的1种。

[0034] 本发明中，所述多孔铜基金属可以是泡沫铜、蜂窝铜、铜网。

[0035] 本发明中，所述多孔镍基金属可以是泡沫镍、泡沫镍铁、蜂窝镍、镍网。

[0036] 本发明中，所述多孔铁基金属可以是泡沫铁、泡沫钢、蜂窝铁、蜂窝铁铬铝、铁网、

钢网。

[0037] 本发明中，所述多孔银基金属可以是泡沫银、蜂窝银、银网。

[0038] 本发明中选用的多孔金属(铜、镍、铁及银)和活性组分(铜、镍、锰、铁、钴及银)的

选择使得多孔金属在制备催化剂的过程中多孔金属表面会形成氧化物且活性组分变为p型

金属氧化物，进而通过氧化物和活性组分之间存在协同增效的作用，进而增强了催化剂的

性能。

[003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过火焰场，

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40] 其中，所述前驱液中溶剂为液相标准燃烧焓≤4600kJ/mol的有机溶液；所述前驱

液的溶质包括催化剂活性元素的无机盐和/或有机盐；所述催化剂活性元素包括铜、镍、锰、

铁、钴或银的1种或至少2种的组合；所述有机盐包括羧酸盐和/或乙酰丙酮盐；所述无机盐

包括硝酸盐和/或碳酸盐；所述前驱液中溶质的浓度≤2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

化喷嘴的距离为5-30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为1-15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

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5-15L/min；所述火焰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

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000-2600℃；所述可燃气体的燃烧低热值＜80MJ/Nm3；所述可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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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量为0.5-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1-10L/min；所述沉

积的时间为1-60min；所述金属基体包括多孔的铜基、镍基、银基或铁基金属中的1种。

[0041]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如第一方面所述制备方法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所述

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失重率为0.38-1.07％，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以上。

[0042] 本发明中，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包括CuOx/泡沫铜、NiOx/泡沫镍、MnOx/泡沫

铜、FeOx/FeCrAl蜂窝、CoOx/泡沫铜、FeOx/泡沫铁镍或AgOx/泡沫铜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类

别，还包括其他本发明方案可得到的组合。

[0043] 本发明中，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失重率为0 .38-1 .07％，例如可以是

0.38％、0.4％、0.45％、0.5％、0.55％、0.6％、0.65％、0.7％、0.75％、0.8％、0.85％、

0.9％、1％或1.07％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44] 本发明中，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以上，例如可以是

90％、91％、92％、93％、94％、95％、96％、97％、98％、99％或100％等，但不限于所列举的数

值，该范围内其他未列举的数值同样适用。

[0045] 与现有技术方案相比，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6] (1)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中的基体金属在高温下形成的氧化物增强了催化涂

层和金属基体的结合力及催化剂的活性，提高催化剂对臭氧的分解能力。

[0047] (2)所得到的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上载率≥1.47％，失重率为0.38-1.07％，对

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为更好地说明本发明，便于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典型但非限制性的

实施例如下：

[0049] 实施例1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CuOx/泡沫铜)，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2.23％，失重率为1.07％。

[0051]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52]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铜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乙酸铜的浓度为1mol/

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2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为

10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5L/min；所述火焰场通

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5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流量

为1.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3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为

4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铜(100ppi)。

[0053]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3.59％。

[0054] 实施例2

[005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NiOx/泡沫镍)，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3.21％，失重率为0.56％。

[0056]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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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镍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乙酸镍的浓度为

0.8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

为7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0L/min；所述火焰场

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26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流

量为4.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7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为

2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镍(120ppi)。

[0058]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9.95％。

[0059] 实施例3

[006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MnOx/泡沫铜)，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3.39％，失重率为0.38％。

[0061]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62]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锰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1.5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1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

率为12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2L/min；所述火焰

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0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

流量为3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10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

为4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铜(100ppi)。

[0063]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90％。

[0064] 实施例4

[006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FeOx/FeCrAl蜂窝)，所述金属基整体式

催化剂的上载率为1.94％，失重率为0.83％。

[0066]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67]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铁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0.5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7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率

为1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5L/min；所述火焰场

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0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流

量为0.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3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为

10min；所述金属基体为FeCrAl蜂窝(200目)。

[0068]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6.56％以上。

[0069] 实施例5

[007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CoOx/泡沫铜)，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2.42％，失重率为0.88％。

[0071]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72]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钴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1.5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20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

率为5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10L/min；所述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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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3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

流量为1.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3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

为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铜(100ppi)。

[0073]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100％。

[0074] 实施例6

[007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FeOx/泡沫铁镍)，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

化剂的上载率为1.47％，失重率为0.41％。

[0076]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77]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铁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1.8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2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

率为13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5L/min；所述火焰

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24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

流量为4.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9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

为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铁镍(100ppi)。

[0078]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9.86％。

[0079] 实施例7

[008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AgOx/泡沫银)，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1.85％，失重率为0.52％。

[0081]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82]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银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0.1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2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

率为5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5L/min；所述火焰

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2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

流量为1.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7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

为3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铜。

[0083]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2.04％。

[0084] 实施例8

[008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CuOx/泡沫铜)，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

剂的上载率为2.54％，失重率为1.24％。

[0086] 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前驱液经雾化后通

过火焰场，经热泳在金属基体上沉积形成涂层，得到所述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0087]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铜的丙酸溶液；所述前驱液中金属氧化物的浓度为

0.8mol/L；所述雾化中金属基体距离雾化喷嘴的距离为25cm；所述雾化中前驱液的送液速

率为5mL/min；所述雾化中的雾化介质为氧气；所述雾化中氧气的流量为5L/min；所述火焰

场通过燃烧可燃气体提供；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1500℃；所述可燃气体为甲烷；所述甲烷的

流量为1.5L/min；所述燃烧时的助燃气为氧气；所述氧气的流量为3L/min；所述沉积的时间

为5min；所述金属基体为泡沫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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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1.44％。

[0089] 对比例1

[0090] 与实施例8的区别仅在于将所述泡沫铜替换为泡沫氧化铝陶瓷(60ppi)；所得

CuOx/泡沫氧化铝陶瓷的上载率为1 .84％，失重率为17 .83％，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

78.30％。

[0091] 对比例2

[0092] 对FeCrAl蜂窝进行预处理：将蜂窝在盐酸:硝酸＝3:1的溶液里浸蚀粗化90分钟后

在温度为900℃的马弗炉中煅烧5小时，升温速率10℃/min。其他条件与实施例4相同。所得

FeOx/FeCrAl蜂窝的上载率为1.23％，失重率为8.53％，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86.33％。

[0093] 对比例3

[0094] 与实施例8的区别仅在于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4000℃，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

的上载率为2.86％，失重率为0 .47％，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

80.18％。

[0095] 对比例4

[0096] 与实施例8的区别仅在于所述火焰场的温度为500℃，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

上载率为1 .22％，失重率为0 .46％，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

72.54％。

[0097] 对比例5

[009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CuOx/Al2O3/泡沫铜)，所述金属基整体式

催化剂的上载率为2.01％，失重率为1.49％。

[0099] 其中，所述前驱液为含有乙酸铜和异丙醇铝的丙酸溶液，Al2O3的添加量为CuOx质

量的20％。其他条件和实施例8相同。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

78.75％。

[0100] 对比例6

[0101] 与实施例8区别仅在于将金属基体换为泡沫钛，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上载

率为2.10％，失重率为3.52％，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79.27％。

[0102] 对比例7

[0103] 与实施例8区别仅在于喷雾火焰中不加入前驱液，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上

载率为0.88％，失重率为0.58％，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72.02％。

[0104] 通过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的结果可知，所得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中催化涂层和金

属基体的结合力增强，同时基体金属在高温下形成的氧化物增强了催化剂的活性，提高催

化剂对臭氧的分解能力。所得到的金属基整体式催化剂的上载率≥1.47％，失重率为0.38-

1.07％，对臭氧的净化效率为90％以上。

[0105] 申请人声明，本发明通过上述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详细结构特征，但本发明并

不局限于上述详细结构特征，即不意味着本发明必须依赖上述详细结构特征才能实施。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了，对本发明的任何改进，对本发明所选用部件的等效替换

以及辅助部件的增加、具体方式的选择等，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和公开范围之内。

[0106]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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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107]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108]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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